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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制度變遷理論 

North(1981: 201)認為當經濟學家將經濟學視為選擇理論，以及討論由機

會和偏好決定選擇範疇時，他們完全忽略了約束著人們選擇範疇的制度。於

實際的經濟社會中，制度界定且限制了人們的選擇範圍，制度是一種機會亦

是一種限制。所謂的制度，可以是 North 的外生固定之行為限制，或是

Aoki(2001)或 Greif(1993, 1994)的重複賽局下均衡之內生自我執行的規則。依

North(1990: 3)的觀點，制度是社會中的遊戲規則，包括了正式規則、非正式

規則及執行的形式與成效。其中法律、規則及契約為正式規則，而風俗、習

慣等為非正式規則。制度建立了必須執行，制度的建立才有意義，而制度的

執行，尤其公部門的制度執行，往往涉及委託代理關係(principal agency 

relationship)，政治上的代理關係通常較一般私人的代理關係複雜(Dixit, 1998: 

146)。 

制度是人們互動的架構，它自然是保守的，因為它提供了社會穩定，並

從而帶給當事人所得的安穩。時間的引入對制度將產生不穩定化的影響(North, 

1991: 207)，因制度界定了個人或組織行為的範圍，個人或組織於追求目標的

過程中，常會成為改變制度的觸媒。這個改變制度的因素，包括有內生的因

素，例如個人或組織不斷追求極大化的努力，或外生的因素，例如相對價格

的變化：因素價格比例的改變、訊息成本的改變及技術的改變等(North, 1991: 

84)。是以在一個動態社會中，因受到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改變之影響，當

個人或組織認為在制度改變後的預期獲利大於現行制度經濟環境下之利益

時，則制度變遷將會發生(Alexander, 2005: 210)，或組織企圖能繼續生存的原

因，已成為制度變遷的重要因素(North, 1995: 10)。 

由於相對價格改變將影響人們之偏好，成為制度朝向更有效率變動之誘

因，進而影響制度變遷之路徑。此外，制度之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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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因交易成本所形成之不完全市場(imperfect market)等特性(Davis and 

North, 1970: 146、North, 1990: 95、Eggertsson, 1996: 12)，亦為決定制度變遷

路徑之因素。報酬遞增可因制度架構與組織互相影響而產生，亦來自於制度

結構中長期持續互相依賴的網絡體系，使制度得以長期作用並有效率地運

作。然而制度變遷是一種累積演變之過程，故當制度變動始於某一特定之軌

跡時，將導致制度之路徑相依(path dependence)發展，此可能使有效率的制度，

持續於效率的路徑發展，而產生具有調適效率之發展路徑，達成經濟成長之

成就。相對地，於路徑相依之影響下，制度之發展亦可能形成無效率地發展

路徑，造成經濟落後之後果。 

Roland(2004: 115)主張無效率的制度之長久持續存在，是因為制度變遷有

利益關係的群體，未能去組織及解決他們集體行動的問題，或某一群體取得

了權力，常利用該權利來營造他們自身的利益。因此執政精英常有利益於社

會中，於無效率的制度下維持其權力，而不願意放棄其權力，因為贏得制度

變遷的群體並未承諾對損失者給予補償。因此無效率的制度將因為社會衝突

及缺乏承諾的雙重效果而持續存在。North(1991: 7)則認為無效率制度之存

在，其答案的關鍵在於制度與組織的差異與其間的互動，引領制度改變的方

向。制度變遷的過程決定於(1)制度與從制度所造成之誘因結構中，演進而來

的組織之間的共生關係所形成的閉鎖效果；及(2)人類認知與回應社會變化的

回饋過程(feedback process)。 

Norht(1981: 173)認為第一次經濟革命創造了農業和文明；第二次經濟革

命導致了新知識富有彈性的供給曲線，把經濟內建於經濟體系之中，兩者都

蘊含了根本的制度重組(institution reorganization)。此外，Davis and North(1971)

的制度變動與美國經濟成長一書中亦強調，制度創新(institution innovation)是

造成美國經濟成長的主因。在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數位化下的快速傳輸等

變動下，兩岸經貿的互動及台灣地區之加入 WTO 等，均促使台灣地區的農業

轉型與升級，進而影響到農地利用與農村生活型態。而為台灣農地利用之主

要工具－農地重劃制度之未來變遷與功能定位，成為一重要的課題。農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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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制度之分析，雖有農地所有權人同意來辦理，但其制度的訂定與執行涉及

了政府的角色與土地的財產權等，而政府理論、財產權理論等正是制度理論

的基石，故本研究擬從制度變遷理論探討台灣地區農地重劃制度之調整，期

能對正在研擬與將立法的農村再生條例中，整合型農地重劃之研擬與方向，

不論是制度結合或制度創新上能有所助益，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優質化農

村生活品質，進而提升台灣地區的農業競爭力。 

第二節 相關文獻回顧 

以下針對國內外農地重劃、多功能農業、以及農地重劃等相關文獻進行

探討與分析。 

一、農地重劃相關文獻 

針對台灣地區農地重劃所進行之相關研究，於農地重劃條例未制訂之

前，多數研究著重於法規面之課題，如陳武雄(1971)檢討早期農地重劃正式規

則之土地重劃辦法時，發現土地重劃辦法不管對執行農地重劃之規範、重劃

經費之負擔，以及農地重劃所進行之土地交換分合協議等面向，均難以解決

因制度環境不完備所產生之爭議與問題。此可歸因於土地重劃辦法之內容過

於簡略與一般性，未能建構出符合具複雜性農地重劃之執行制度環境，故建

議儘速制訂農地重劃專法以完備農地重劃之執行。賴國棟(1980)以民生主義觀

點探討台灣地區之農地重劃內容，透過對農地重劃計畫方案之實施程序與效

益分析，指出農地重劃之執行雖未臻圓滿，但對於日後農業發展乃是必要之

措施。近期則有林英彥(2000)比較台灣地區農地重劃法規與大陸土地整理法制

之內涵，認為台灣與大陸地區均面臨人多地少、農地嚴重不足之生產環境等

問題，雖然二個地區之土地制度不同，但是台灣實施農地重劃所累積之經驗，

仍可提供大陸地區日後執行農地重劃(土地整理)時之參考與借鏡。 

此外由於農地重劃之執行成果影響經濟成長與農民所得，故有多位學者

針對農地重劃之效益與經濟成就進行分析。如林英彥(1973)、周順福(1973)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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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訓舜(1976)等，均對執行農地重劃所產生之階段性效益進行探討。研究中分

析農地重劃執行後對總體農業生產之改變情形，並獲得一致性之結論，認為

農地重劃之實施，可以顯著提升總體農業生產。林英彥特別指出農地重劃除

可達經濟效益之成就外，更有改善農業結構、增加生產面積等方面之功能，

還可進一步改善農村地區之人地關係與促進農民之間的和諧相處。故農地重

劃對農村發展而言，不僅對生產之經濟面有所貢獻，亦有益於農民生活面之

改善。另於塗惇義(1986)對執行農地重劃效益之研究中，則是透過直接效益與

間接效益之研究方法，探討農地重劃執行後對總體農業生產之影響，並與過

去之相關研究獲得相同之結論，即執行農地重劃確實具有提升總體農業生產

之效益。而傅鈺琇(1995)之研究，乃是採用實地訪查與個別問卷調查之質化分

析，並於研究中發現台灣地區執行農地重劃對個別農民所產生之效益，側重

於農業結構之改良及農業生產環境之改善；又以效益分析之理念，對現行農

地重劃計畫書及執行機構之缺失，提出檢討與建議；此外也對德國農地重劃

之內涵進行探討，藉由德國農地重劃之發展經驗，進行相關案例之分析，認

為德國農地重劃之多功能內涵，可作為台灣地區未來執行農地重劃之參考。 

除上述研究外，近年來台灣地區受到社經環境變遷之影響，農地重劃之

研究課題逐漸轉向農地重劃執行內涵與實施過程之檢討。尤其劉健哲(1986、

2001)透過介紹德國農地重劃之全面性功能及執行內涵，藉以檢視現階段台灣

地區農地重劃之意義與內涵，指出台灣地區在未來所執行之農地重劃的功能

與角色，應由早期農地坵塊交換分合與農水路、灌溉系統的重新配置等傳統

性質之農地重劃，進步為具土地利用之經濟性、自然保育、景觀維護生態性

及配合農村發展之綜合性農地重劃。劉健哲(1997)亦對台灣地區執行之農地重

劃進行歷史性分析，針對台灣地區所實施之農地重劃政策方案，依農地重劃

計畫之實施時序，將農地重劃之發展歷程劃分為二個階段五個時期，個別一

一檢視各時期農地重劃政策方案之執行原因、背景、目標及內容等內涵。研

究結果發現，台灣地區農地重劃未能提供農民居住環境改善、農村社區發展、

以及自然景觀保育維護等生活生態層面功能，而使農地重劃之執行效益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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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故建議應參考德國農地重劃之內涵，除繼續加強農地重劃對農業結構

之改善功能外，應促進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更新工作之配合，以達到農村聚

落之規則性與整體性發展。更應進一步兼顧自然保育及景觀維護之目的，甚

至可成為協助政府取得經建計畫用地之利器。而吳功顯與趙靜惠(1998)則只將

農地重劃之執行視為一種技術性工具，認為農地重劃之主要目標為農場標準

化、水利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及鄉村城市化等，並藉回顧農地重劃之執行過

程，提出早期實施農地重劃時，忽略長期性規劃與開發、缺乏健全組織、農

民負擔、相關補償與管理等相關問題，並建議設置農地重劃專責機構，以及

訂定農地農用之農地使用管制規則等改善對策。 

此外國外亦對農地重劃之執行成果方面進行許多研究。如Naylon(1959)

探討西班牙在 1940 年代所執行之農地重劃，對於改善農地坵塊過小及農地所

有權過於分散等問題有顯著成果。Mayhew(1971)以德國Morriem為研究對象，

檢視農地重劃對Morriem地區農地利用分散及灌排水設施等問題之改善情

形，發現除了提供生產面之成效外，農地重劃亦用來對農地上之農民住宅進

行重新配置與整建，藉以改善當地農民生活品質低落、基礎設施缺乏等生活

面之問題。Burton(1988)則對塞普路斯(Cyprus)所實施之農地重劃進行分析，

發現農地重劃對農業生產具有減少成本之經濟影響，也可改善生活型態等社

會性問題，更對農地所有權人產生超越經濟價值等心理層面之改變。Monke et 

al.(1992)探討葡萄牙西北部實施農地重劃之成果，不僅達到改變小農(small 

farm)生產結構、增加農業生產所得等成就，亦將農地重劃計畫視為是一種完

善的鄉村發展計畫 2。而Sabates-Wheeler(2002)則提出不同之觀點，於分析東

歐之羅馬尼亞(Romania)、阿爾巴尼亞(Albania)及保加利亞(Bulgaria)等三國在

蘇聯解體後所執行之農地重劃時，因所實施之農地重劃只強調解決農地坵塊

細碎問題，此種由政府單方面訂定法規所執行之單一生產功能農地重劃，在

沒有足夠之誘因下，無法解決現階段農民所面臨之多面向之複雜問題。 

                                                 
2 葡萄牙分別在 1960 及 1970 年代共執行了三個農地重劃計畫，這些計畫被認為是一種完善

的鄉村發展計畫，其內容則包括農村環境之改善、葡萄園的重新分派、灌排水系統的投資

改良、道路的改進及農地坵塊的重新分配等(Monke et al., 1992: 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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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農地重劃之相關研究，除正式規則之分析外，仍以執行效益觀點分

析農地重劃後之經濟效益為多數，非經濟面如生活面向等之成效雖在部份文

獻中有所提及，但仍屬少數。此外，前述相關文獻對農地重劃之研究，多從

橫斷面之一段特定時間，進行農地重劃制度執行成果之探討，較少考慮時間

因素對農地重劃制度演變之影響，由於制度往往約束人們的選擇偏好，並穩

定社會發展，卻受到時間因素之影響而產生變動。故缺乏由時間之演變檢視

農地重劃制度之變遷，以及農地重劃制度於社經發展過程之角色扮演與功能

定位等課題，將不易對現行農地重劃之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 

二、多功能農業發展與農地重劃相關文獻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於 1998 提出多功能農業之發展願景，認為農業的

功能應超越糧食及相關農產品之供給，不論是鄉村景觀之形塑、環境之保育、

可更新自然資源之永續管理及鄉村地區的社經發展等各項活動，均應納入多

功能性農業發展之範圍(OECD, 2001: 5)。換言之，多功能農業發展理念乃基於

農業除提供糧食之基本功能外，農業活動同時具有形塑地景、提供優良環境、

永續管理可再生自然資源與生態多樣性，以及對許多農村地區有活化社經活

動之貢獻，故此兼具生產、生活與生態等多功能之農業發展，將成為日後農

業之重要發展趨勢(Potter and Burney, 2002: 35)。 

因而只強調增加產量之生產主義農業發展，恐將難以因應目前全球化社

會環境之需求，在生產技術進步之同時，對農業之需求不只侷限於糧食之供

給，更著重於農業活動對鄉村環境改變所能提供之服務性功能，以成就一個

可達多元化之永續鄉村型態。故 Holmes(2006: 142)及 Daugstad et al.(2006: 

68-69)等多位學者均認為，多功能農業發展可調適目前鄉村地區於整體社經環

境變遷過程之角色轉變。此說明多功能農業於現代化社會發展之重要性，已

超越其經濟上之意義，成為積極且具有社會傳承與永續環境功能的綜合性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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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體之多功能農業發展理念，普遍地應用於近年的農業及鄉村發展等

相關文獻中，如 Knichkel and Renting(2000: 512, 523)指出多功能計畫

(multifunctionality schemes)可描繪出鄉村發展過程之功能性關係，強調農業不

只具有單一生產功能，亦可同時對其他經濟活動提供財貨與服務。Ploeg et 

al.(2000: 399)提出多功能農業在鄉村發展中，對於整合鄉村社會內部之凝聚力

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Potter and Burney(2002: 35)認為農業是具多功能性之產

業，不僅生產糧食，也提供永續性鄉村景觀之維護、鄉村地區生物多樣性之

保護、以及為鄉村地區注入活力、提供就業機會等社會性服務。Durand and 

Huylenbroeck(2003)亦認為多功能農業可被視為同時生產商品(commodities)與

非商品(non-commodities)之複合性產業；Delgado et al.(2003)則於檢視歐洲地區

農業發展之問題時，提出多功能農業在解決現行歐洲鄉村發展問題具可行

性。而 Ploeg and Roep(2003)於檢視歐洲的農業發展現況時，進一步分析不同

層級與朝向多功能之企業組織對鄉村發展之影響。 

而農地重劃之多功能特性則早於 Lambert(1961: 115)在對荷蘭農村地區

改良之研究中即已被提出，Lambert 認為農村地區之社會性改良與農地重新配

置，抑或任何技術性改善一樣重要。Crecente et al.(2002: 135)認為農地重劃為

一種可改善經濟、社會與環境等具多功能之鄉村發展工具。Miranda et al.(2006)

在對西班牙 Galicia 所進行之研究中，提出農地重劃在過去半個世紀，尤其是

在 1960 至 1970 年之間，被用於減少土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坵塊數，此不僅改

善了該地區之農地結構，也減緩鄉村地區人口數減少等社會性變遷。而

Vitikainnen(2004: 25-27)於檢視歐洲芬蘭、德國、蘭及瑞典等國之農地重劃

時表示，傳統農地重劃是一種透過整合零碎土地坵塊，以改善農地面積細

分問題之技術，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後期，農地重劃結合了社會、生態與文

化面向，不僅保有傳統整合農地坵塊細分之功能，亦同時提供改善農村相

關基礎設施、促進地景、自然資源之保護、以及執行各種遊憩計畫等，儼

然成為一種多目標(multi-purpose objectives)的鄉村發展工具。 

此外 Kovács and Osskó(2004)則直接將農地重劃劃分為「簡單型」與「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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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二種類型，前者著重於農地空間與所有權之再架構，為傳統之農地

重劃型態；後者則是以促進鄉村生活品質，擴大傳統農業生產改良目的，

結合鄉村發展、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等較複雜之農地重劃類型。而對於現

代化農地重劃之目標，Meha(2004)認為相較於農業生產力之改良，鄉村環

境之改善更為重要；而 Thomas(2004)也指出，德國的綜合性農地重劃提供

農業結構之長期解決方式，具有促進農業之非生產性功能、改善實質鄉村

基礎設施、創造離農者之就業機會等。Sklenicka(2006: 502)更認為農地重劃

具有維護鄉村發展、增進土地利用效率之功能，亦是促進鄉村地景保護、自

然資源保存及鄉村社經發展等非常重要之工具。 

換言之，面臨全球化市場經濟之發展，以及對地球資源利用之永續概

念下，農業生產已不只是單純的糧食生產活動，亦是同時具有生產、生活

及生態功能之產業。是以現代化農地重劃之發展，因應此種社會結構與永

續理念，構築於農業生產改良之基礎上，進一步結合農村生活與生態等面

向之功能，方能達到現代化鄉村發展與農業生產等社會、經濟、文化與生

態等多功能之需求，以因應農村地區的整體性規劃及永續發展目標(Riddell 

and Rembold, 2000)。 

第三節 小結 

經上述相關文獻之探討與分析，面對全球化經濟變遷及生產技術之進

步，農業及鄉村之多功能發展已成為現代化農地利用之目標。台灣地區促進

農地利用效率主要透過農地重劃之實施來達成，此對早期提升農業經濟之成

效確實有其重要性，也因而成為相關文獻探討之主要課題。相對地，在近年

台灣地區社經環境急遽變化下，對於農地重劃如何因應現代化多功能農業／

鄉村之發展趨勢，受到農業於經濟結構中角色改變之影響，而較少有農地重

劃之相關研究。在多功能農業發展被歐盟各國視為農業現代化改革之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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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後 3(Zervoudaki, 1999: 1)，多功能農業／鄉村發展之研究方向逐漸被重視。

尤其對於以小農為主要農業生產主體之台灣地區，如何在有限的農地資源

中，善用既有的農地重劃制度，發揮最大之農地效益，發展多功能之農村內

涵，應為現今重要之研究課題。 

所謂多功能農業政策並無明確且一致性之定義，多功能之內涵會隨不同

國家所設定之農業發展目標而有所不同(OECD, 2001: 7)，但卻是現代化社會農

業發展之趨勢。面對多功能農業／鄉村之發展趨勢與研究方向，台灣地區過

去以農地重劃為主要的農業發展工具，於只考量農地生產改良之單一功能

下，農地重劃將難以有效地提供農村地區多元發展之各項需求。亦可能發生

相同地區之共同農村發展目標，由多個獨立制度個別執行，而增加制度執行

交易成本、降低農地重劃之可行性與成效，以及遲緩農村地區之發展等問題。

於本研究中，將先以目前台灣地區農村發展較為常見，亦是影響較深之生產

與生活面問題，做為多功能農村發展之內涵，並以整合生產與生活為農地重

劃制度調整之目標。 

由於過去農地重劃相關文獻之研究主題，多著重於法令面，抑或針對農

地重劃之執行內容、過程及實施效益進行分析，較少從根本的制度面予以探

討，基於制度變遷是一種連續累積之變動(North, 1990: 10)，現行制度之形成

是架構於制度變遷過程之累積成就，透過制度變遷分析可以掌握制度改變之

原因與軌跡，不僅是檢視過去制度形成原因與時間演變之理論依據，亦是提

供現行制度檢討與改進方向之分析工具。又國內之相關研究，多只針對農地

重劃生產功能之成效進行分析，缺乏從多功能觀點探討農地重劃制度之調

整，有鑑於多功能農地重劃之發展趨勢，以及現行制度缺乏有效引導農村朝

向多功能發展之制度內涵。故本研究將檢視於台灣地區嘗試結合辦理農地重

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執行過程與可能產生之問題。並進一步透過制度調

                                                 
3 歐盟為因應全球化貿易經濟，於 Agenda2000 的現代化農業改革原則中，將多功能農業發展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農業經濟的多部門整合 (multisectoral and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he rural economy)、鄉村發展的彈性(flexible aids for rural development)及制訂管

理計畫的透明化(transparency in drawing up and management programmes)等視為是鄉村發展

改革之原則(Zervoudaki, 19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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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方案之決策分析，探討以生產為本質之農地重劃制度調整課題。 

多功能農業／村之發展往往須透過制度整合而達成多功能之目的，而制

度變遷、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之執行，均為影響制度整合之重要因素，所以

要進行農地重劃制度調整之研究，必須針對各項制度影響因素深入分析，以

使調整後之農地重劃制度可以達到多功能農村發展之目標。是以本研究基於

制度面之觀點，探討農地重劃之制度變遷，以為農地重劃制度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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